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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裡的合作社是大家成長中共同的記憶，但是你可曾知曉合作社屬於「混合
性組織」（hybrid organizations），甚至可能屬於第三部門或公民社會的範圍？而
混合性組織又意味著什麼呢？當過去常用以區分不同組織性質的「部門界限」
（sectoral boundaries），隨著多元組成形式的「公私協力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協力網絡」（collaborative networks）、混合性組織日益普
遍於「協力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與「合產」（coproduction）的動態
過程中，部門界限變得逐漸模糊。面對政府角色、民眾參與形式、組織性質與協力
型態轉變，第三部門的涵蓋範圍與混合性組織的定位卻仍有爭議。
「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y）概念起源於歐洲，主張組織的社會性目標應
優先於經濟性目標，相較於美國學派定義第三部門時強調「不分配盈餘的限制」
（profit-distribution constraint）（Evers & Laville, 2004; Salamon & Anheier, 1997;
Salamon & Sokolowski, 2016），歐洲學派主張的社會經濟觀點認為第三部門的涵蓋
範圍應該更廣闊，除了「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s）之外，例如「合作社」
（cooperatives）或「互助會」（mutual societies）等，這些通常較為中小型（甚至
微型）且源於地方社區的「社會經濟組織」（social economy organizations），在歐
盟國家中約有兩百萬家，占歐盟整體企業 10%（European Commission, 2018），開
啟了協力實踐社會公益、社區多元永續發展與創新的可能性（Evers & Laville,
2004）；但各種跨越公、私、第三部門界限的混合性組織形式，卻並非都能符合美
國學派的主流觀點，及美國「國內稅收法」（Internal Revenue Code, IRC）§501(c)
中符合稅捐減免優惠所定義的非營利組織，尤其是§501(c)(3)。
Laurie Mook、John R. Whitman、Jack Quarter、Ann Armstrong 合著的《理解美
國的「社會經濟」》（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一書
出版於 2015 年，其特別之處不僅在於成為首本探討美國社會經濟概念與實務現況
的專書，提供美國學術與實務界就美國現況重新思考的方向；同時，也以美國各地
實際案例論證社會經濟的實際存在，討論社會經濟與公、私部門間之互動、各式各
樣的跨界混合性組織與關鍵議題。此外，本書其中三位作者亦曾於 2009 年出版
《理解「社會經濟」：加拿大視角》（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Economy: A Canadian
Perspective）一書，談加拿大社會經濟之發展，兩書章節安排相仿，惟後者新增領
導與策略管理一章來討論美國社會經濟議題。
全書分為四大部分，共十一章。第一部分（第一章）介紹何謂社會經濟，本章
闡明社會經濟核心概念架構與相關概念，並概要說明跨越公、私部門界限的社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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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組成成分」（components）——四種類型之社會經濟組織。作者首先強調「社
會經濟組織」具有「自治」（self-governing）的特質，可以半獨立甚至完全獨立於
政府。將組織的「社會性目標」（social objectives）置於優先順位之同時，為社會
創造出重要經濟貢獻，例如創造就業機會，而這與我們熟知的「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難道有所不同？不同之處就在於，社會經濟組織的
社會性目標，並不是低於營利的次要考量，而是並列首要考量，而且專為服務社會
需求而制定，通常列於組織的「成立宗旨」（mission statement）及組織章程。
書中「社會經濟概念架構：互動途徑」，建立於部門界限的觀點之上，以「文
氏圖」（Venn diagram）呈現三個部門間重疊與差異的範圍、互動，並非完全創新
的看法。但此概念架構的獨特性在於：一、闡明部門間界限是動態流動的，將依不
同時機或背景脈絡有所變動，涵蓋的社會經濟組織也將以不同的形式發揮不同功
能，而並非僅作為區分不同部門的象徵；二、以組織為分析單位，分析社會經濟組
織類型的本質與動態；三、依據資金來源與「定位」（orientation）作為組織分
類，說明此四類社會經濟組織分別座落於各部門交界何處，涵蓋並擴充現今美國第
三部門之定義範圍。
本書第二部分（第二章至第五章），各章分別深入介紹並探討社會經濟的組成
成分：「社會經濟企業」（social economy businesses）、「地方發展企業」（local
development enterprises）、「公部門非營利組織」（public sector nonprofits）、
「公民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舉例而言，為何三個部門共同交
集的部分為「地方發展企業」？近來蔚為風潮的社會企業又位於部門界限何處？而
座落於未與公、私部門「交集」卻有著最大群組織的「公民社會組織」，與公、私
部門又有著怎樣的重要互動呢？作者詳細地從目的、結構、財務、治理面向，解析
四種經濟組織類型的不同形式，期望讀者透過了解並比較這些差異之處後，能夠透
過最合適的組織模式以有效地運籌帷幄資源。
透過閱讀這四章，讀者可以認識琳瑯滿目的組織型態變化形式，例如：美國除
了有超過九成比例的「消費者合作社」（consumer cooperatives）之外，還有哪些
合作社的種類呢？讀者從書中亦可以了解新興組織的形式與趨勢，例如：始於
2008 年的「低利潤責任有限公司」（low-profit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L3C），
或稍後出現於 2010 年的「公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s），雖然目前僅有部分
州立法通過，但是卻讓我們看見了，除了尋求創新的理念或實踐方法、提供創新的
服務之外，創新的「組織型式」與相應而生的「組織行為」，也是實現公益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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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可能性。
本書第三部分（第六章至第十章），談社會經濟在治理與管理的五大重要議
題：組織設計與治理策略、領導與策略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財務金融、社會會
計。當社會經濟組織的存在與協力運作跨越了部門界限，或者當部門界限變動時，
組織的這五種核心面向將產生哪些變化？透過閱讀這五章，讀者可以從基礎概念與
理論、實務現況認識這五大核心面向議題，例如：社會經濟組織收入來源與顧慮為
何？又如，對於台灣公共行政學界而言比較新穎的主題——「社會會計」（social
accounting），何謂社會會計？社會會計的角色與課責、「管控」（control）、行
為、組織與社會多元永續發展又有何重要關聯呢？值得一提的是，本書第一作者
Laurie Mook 博士論文研究領域即為社會會計，對此主題有興趣深入研究的讀者，
亦可閱讀該位學者的其他相關文章。
而相較於傳統企業管理與公共管理，這些跨界的混合性組織，該如何以創新的
模式因應現況、建立信任與「可課責性」（accountable），並達成組織的社會性目
標呢？作者於書中討論了不同面向的實務現況與挑戰，並羅列出一些可能的選項、
模式及新趨勢，例如：在社會經濟中扮演新興重要角色的「社會金融」（social
finance），作為一種新趨勢具有多種形式變化，讀者可在第九章認識近來幾種常見
的 形 式 ： 「 永 續 及 社 會 責 任 型 投 資 」 （ 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investment,
SRI）、「方案相關型投資」（program-related investments, PRIs）、「微型信貸」
（micro-finance）、「群眾募資」（crowdfunding），或許可以作為未來借鑑或創
新之參考。
本書第四部分回歸結論（第十一章），作者除了總結前面所述之外，亦討論當
時為這些社會經濟組織分類時遇到的挑戰，其中之一來自美國社會的「混和經濟」
（mixed economy），為了回應社會需求的變化，而產生了許多新興或多元的組織
型態及活動。本章在最後也建議讀者一些參考理論與議題，作為未來研究社會經濟
的方向。
整體而言，作為初探美國社會經濟的「入門書」，本書以社會經濟概念架構，
引領讀者從根本探索美國的社會經濟現況與重要議題。每章搭配一個主要個案分
析、多個迷你個案討論問題，引導讀者反思相關議題與實際執行運作，適合於課堂
討論或個案情境模擬分析，對於相關研究領域亦提供了個案研究或教學之豐沛素
材。此外，作者關於社會經濟與公、私部門互動、各種形式的社會經濟組織的解說
方式，使各國讀者更能理解道地美國歷史文化發展脈絡、演變緣由，以及面臨的限
制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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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本書以社會經濟觀點，包含並擴展既有第三部門的範圍與動態，賦予美
國第三部門與跨界混合性組織一種新的詮釋方式。當部門界限變動不居、多樣化的
混合性組織與利害關係人湧現時，該如何定位這些混合性組織，以及因而產生的相
關政策議題？混合性組織的結構與特質，或許有助於靈活地提升更廣泛的政治或社
區支持，以利於競爭公、私部門資源或新收入來源（Smith, 2010），然而公、私、
第三部門間不斷變動的模糊邊界與社會經濟組織的混合性特質，卻也創造出法令規
範管制與政策過程中的複雜性，例如組織運作的透明與課責（Evers, 2005; Ebrahim,
Battilana, & Mair, 2014; Miller-Stevens, Taylor, Morris, & Lanivich, 2018; Mook,
Whitman, Quarter, & Armstrong, 2015; Ostrom, 1996; Smith, 2010）。
因此，若我們期待這些社會經濟組織與公民社會於「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或「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時，扮演回應社會需求的重要角色，我
們更應該仔細深究「跨越界限的政策議題」。儘管本書並未多著墨於政策議題，作
為一本入門書，本書論述中已點出不同類型的社會經濟組織的特質與重要議題，並
留給讀者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書中的四種社會經濟組織類型，現實中涵蓋眾多形
式變化，因此，期待未來能在進階版本看到深入結合理論與實證分析之比較討論、
政策議題分析，以及跨國比較研究。
最後，以中小企業支撐起的臺灣經濟，1 社會企業、「微型」創業風潮與各式
政府創業輔導計畫及貸款方興未艾，通常較為中小型（甚至微型）且源於地方社區
的「社會經濟組織」規模與觀點，正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創造多元另類經濟模式。
再者，歐美國家的在地化社會經濟組織，正以獨特多樣化的「組織型式」創新並深
耕社區多元永續發展、回應社區需求，並建立以社區為中心的協力夥伴關係、合
產。因此，當我們所熟知那些陳年政策議題在日常生活中演變得日益複雜，複雜到
必須回歸到社區支持系統長期輔助（例如，獨居長者就醫與長期照顧政策議題、弱
勢家庭貧窮及失業議題），社會經濟觀點不僅展現著實現社會公益的另一種可能
性，同時也突顯「社區協力」（community-based collaboration）、公民參與及合
產，在當代公共行政領域不可忽視的重要性，故而推薦本書給有興趣於第三部門、
跨部門混合性組織、社會企業及非營利組織、協力治理及合產、公民參與、社區永
續發展之讀者與實務工作者。

1

2016 年臺灣中小企業家數占全體企業家數 97.73%（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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